
宏都拉斯 Honduras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 提供有關中美洲 - 台灣經貿活動、投資優惠、觀光等資訊。
• 推動國內廠商與中美洲企業進行策略聯盟投資合作。
• 協助有意赴中美洲投資之我國廠商，安排海外投資前置作業
規劃之相關籌辦事項。

• 組織經貿團前往中美洲採購、參展或考察投資。
• 協助中美洲六友邦國家廠商與經貿團來台參展，並與台灣業者
進行商務洽談。

• 加強中美洲六友邦國與中華民國的商業及外交關係，並協助
各駐華使館經貿推廣工作。

總人口 約 844萬人
國民生產毛額 392.3億美元
全球排名 108
國民所得 4,800美金
首都 德古西加巴 (Tegucigalpa)
貨幣單位 雷匹拉幣 (Lempira)
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 2.8% 
失業率 4.5%
投資成長率 25.2%
通貨膨脹率 5.2%  

主要農業
香蕉、咖啡、柑橘、牛肉、木材、蝦子、
吳郭魚、龍蝦、玉米、棕櫚

主要產業 糖、咖啡、紡織、成衣、木製品、雪茄

出口值 78.81億美元 

主要出口項目
咖啡、香蕉、蝦、非洲棕櫚油、黃金、
雪茄、鉑金、肥皂、冷凍魚片、西瓜香
瓜或木瓜、椰子油

進口值 113.4億美元 

主要進口項目
燃料油、醫療用品器材、貨車、玉米、
電話通信設備、客車或轎車、調理食
品、資料處理機、塑膠製品

經濟概況

資料來源：美國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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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宏都拉斯

宏國位居中美洲中部，北濱大西洋加勒比海，東南與尼加拉
瓜接攘，西北與瓜地馬拉為界，西南鄰薩爾瓦多，南倚太平
洋。2010年起採行一連串經濟成長措施，國際組織如美洲開
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之
援助貸款陸續到位，使宏國經濟自 2009年之嚴重衰退中緩慢
復甦。2011年 6月 1日宏國重返美洲國家組織，加以同年 7
月 25日宏國政府放棄實施多年之固定匯率制度，改為管理浮
動匯率，迄今宏幣均呈現微幅貶值趨勢。目前宏國重點產業
仍以農業所占國內產值比例最大，且占其總出口的 80%。另
外在通訊、再生能源及大型零售業獲約 8億美元外資投入，
得以快速發展。但近三年來宏國財經發展低迷，2014年新上
任政府立即展開爭取國際金融組織的預算性貸款援助；並積
極引進外資投入升級轉型的重點產業：通訊、交通、零售業
現代化、再生能源、加值農產、食品加工、觀光等；同時加
強執行 2013年 9月所簽署之宏國 -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
2013年 10月簽署之歐盟 -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2006年 4
月實施之 US-DR-CAFTA及與 IMF之協商，發揮國際經貿合
作效果；以及大力推動吸引外資新政策，刺激宏國經濟成長
動力及市場信心。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1.	 	已簽署：中華民國（台灣）、墨西哥、巴拿馬、美國與中
美洲暨多明尼加 FTA（DR-CAFTA；2006/04/01生效）、
智利 (2008/07/08生效）、哥倫比亞與薩、宏、瓜自由貿
易協定（2008/11/05簽署）、加拿大（2013/11/5簽署尚
未生效）、歐盟 2012年 6月 28日中美洲關稅同盟與歐盟
簽署經濟聯合協定，宏都拉斯部分已於 2013年 8月生效。

2.			談判中：(1)加勒比海共同體；(2)宏國與中美洲鄰國巴拿
馬及哥斯大黎加已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包括冰島、列支
敦士登、挪威及瑞士等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3.	 	台宏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 7月 15日生效。台宏協定生
效後，宏國對我產品約有 3,881項（占 61.9%）立即免關
稅待遇，我國亦對宏國提供 6,135項（占 69.4%）貨品立
即撤除關稅。該協定實施 5年多以來，我工業產品輸宏國
以及宏國農產品 (包括蝦、咖啡 )輸我受益較大。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3061300907) 其他冷凍小蝦及對蝦 2,602,155 15,927,166
(3079914006) 冷凍海參 528,995 4,760,321
(17011100908) 其他粗製甘蔗糖 10,300,000 4,287,778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8,040,000 2,812,042
(9011100007)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
鹼者

666,966 2,229,494

(3061700903) 其他冷凍蝦類，包括燻製 305,107 2,021,957
(47071000006) 回收（廢料及碎屑）之未
漂白牛皮紙或紙板及瓦楞紙或紙板

6,766,000 1,499,290

(76020000106)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
纜之鋁廢料及碎屑

534,197 897,710

(72042100005) 不鋼廢料及碎屑 383,000 644,734
(2023090207) 其他冷凍去骨牛腩、牛腱 106,863 598,148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39076000103) 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
烯酯（黏度 0.7至 0.92），初級狀態 16,389,000 24,625,289

(32041610008) 反應性染料 1,114,200 5,442,610
(60063300003) 合成纖維製異色紗織成
其他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141,157 2,108,118

(84145100002) 桌扇、立扇、壁扇、窗扇、
吊扇或屋頂通風扇，本身裝有輸出功率不
超過 125瓦之電動機者

590,290 1,733,878

(39199090006) 其他塑膠製自粘性板、
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面形狀，
不論是否成捲

622,419 1,689,648

(60063200004) 合成纖維製染色其他針
織品或鉤針織品 151,157 1,487,758

(87089990002)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
附件

158,396 1,312,133

(40111000105) 輻射層輪胎，小客車（包
括旅行車及賽車）用

247,161 1,100,428

(85122011106) 機動車輛用車頭大燈及
尾燈 77,363 919,274

(87082990007) 其他第 8701節至 8705
節機動車輛車身（包括駕駛臺）之其他
零件及附件

197,008 88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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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貿投資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外交部  www.mofa.gov.tw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www.icdf.org.tw
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www.dois.moea.gov.tw
中華民國經濟部國貿局  www.trade.gov.tw
國家發展委員會    www.ndc.gov.tw
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資料  www.customs.gov.tw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www.taitra.com.tw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www.cieca.org.tw
中華經濟研究院 www.cier.edu.tw

宏都拉斯政府 / 商業機關

宏都拉斯全國工業協會  www.andi.hn
宏都拉斯央行  www.bch.hn
宏京工商會  www.ccit.hn
宏都拉斯汕埠工商會  www.ccichonduras.org
宏都拉斯投資暨進出口推廣基金會  www.hondurasinfo.hn

其他

經濟學人  www.economist.com
美國國際貿易資訊系統   www.census.gov/foreign-trade/

statistics/index.html
FTA貿易協定網  www.taiwantrade.com.tw/CH/fta/
中美洲經濟整合體  www.sieca.int


